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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著台灣青年旅外留學夢想的 ETS托福獎學金於

今年 6月 26日公布了第三屆得獎名單，將提供 14

名優秀的托福獎學金得主每人 3,000美元作為學術研究之

用。本屆托福獎學金典禮由 ETS托福部執行長 Jennifer 

Brown和台灣區代表忠欣公司總經理王星威共同主持，

美國在台協會文化部長 Ryan Roberts、學術交流基金會

執行長William C. Vocke，以及美國馬里蘭州、華盛頓

州、賓州、路易斯安那州等代表也特地蒞臨托福獎學金頒

獎典禮會場，對這幾位即將展開嶄新人生學術之旅的年輕

同學們表達歡迎之意。

本屆托福獎學金得主有台中美國學校王柏翔、新竹亞

太美國學校李若瑜、明道中學張海寧、南科國際實驗高中

許媞、台大國企系林婷安、台大外文系陳彥錚、台大財經

系魏巧杰、師大歷史系黃于庭、政大法律系林孟真、交大

資材系劉蘊之、台大電機所宋昱龍、文化大學英研所呂宗

哲、政大法研所簡士淳、清大物理所王敬皓。

統計今年申請獲得托福獎學金的 14位優秀學生中有

13人選擇前往美國進修，另外 1人則選讀加拿大學府；

14位得主中有 4名是高中生、6名大學畢業生和 4名碩

士生，每位獎學金得主都以托福獎學金做為夢想的起點，

追尋不同的學術夢想並體驗各異其趣的留學文化。

觀察每位同學所選讀的方向，涵括生物學、新聞傳播

學、企業管理、物理學、文學、法學、生醫工程、財金管

理、財務工程，也顯現這屆托福獎學金得主針對求學目標

的多元性與台灣基礎教育的國際化趨勢，希望藉由他們的

分享，鼓勵更多學生踏入海外，並進而為台灣建立起堅實

的國際人才庫。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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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才培育採用托福評量之趨勢觀察
日本、巴西、印尼採用托福為人才培育評量工具三案例

文：王星威∕ ETS 台灣區代表總經理

主要資料來源：ETS EPN News

日議員及樂天社長提倡

以托福 iBT作為大學入學門檻

讓日本英語教育徹底改革，培養出未來領

導日本的國際化人才，日本眾議院議員遠

藤利明於 4月 8日將教育改革提案提交給首相

安倍晉三，倡議將托福 iBT測驗成績列為大學入

學、畢業及公務員招考門檻。安倍首相特別表明

用英語戰勝世界的策略，顯示日本將提高英語水

平、培養國際人才做為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策

略。

針對教育改革，日本眾議院議員，同時也是自

民黨教育再生實行本部部長的遠藤利明，提議以

托福 iBT測驗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語言管理評量

工具。國家應要求日本高校生畢業前達托福 iBT

成績 45分，大學生則至少達 90分。這則新聞

除了轟動日本教育圈外，台灣教育部網站也進行

了轉載。

事實上，遠藤利明這份提案源自日本經濟同友

會的建言，而其中的主要策劃者正是日本最大電

子商務集團樂天集團（Rakuten, Inc.,）的社長

三木谷浩史。

在一份「實現以實用英語力為訴求的大學入學

測驗」（実用的な英語力を問う大学入試の実現
を）的建議書中，經濟同友會即對使用托福 iBT

測驗作為大學入學的英語能力評量管理工具表達

了他們的看法。

經濟同友會指出，英語是一個溝通工具，可是

日本大學入學考試的英語測驗往往偏重「聽」、

「讀」、「翻譯」、「文法細節」等面向，即使

考高分也無法測知大學生在英語環境有沒有辦法

與人適當溝通。為了畢業後能有良好就業機會，

日本家長及學童們關心的重點一直都放在大學入

學考的成績上，因此日本的學校雖然花了很長的

時間實行英語教育，卻未能實質提升實用的英語

力。再加上每間大學都有自己的入學測驗，無形

中也加重了學生的經濟負擔、考試壓力以及學校

的作業成本。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日本若是改

以符合國際學術場域情境的托福 iBT測驗作為入

學考試，則能夠帶來以下之改善：

① 托福 iBT是國際通行的標準化測驗，能讓

學生確實知道自己的英語程度。

② 能夠與國外大學的入學語言門檻進行比

較，多數的學生對於本身留學所需的英語

水平可以有所了解，並可自我評估自身程

度申請海外大學的差距，以及進入著名的

大學須再提升的明確目標。如此將能提升

日本留學生的品質與數量。

③ 透過學生英語程度的托福指標管理，亦可

對大學國際化策略進行考核及績效追蹤。

④ 大學入學要求進行托福 iBT測驗，中小學

教育方針也會隨之改變，從為了考試而學

習，轉而積極於實用英語能力的養成。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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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焦點

⑤ 採用外部語言證照考試，考生能夠多次應

考以達到入學標準，而不用擔心一次考不

過就無法入學。

然而，同一份報告中也同時指出目前日本推行

該方案需要解決的問題。除了像是施測場地不足

等容易解決的技術性問題外，也提到了托福 iBT

的價錢問題與題目難度。在價錢方面，托福 iBT

施測一次需要花費美金 165元（約台幣 5,000

元），不管是國家統一施行，或是考生自費，

都會是一筆龐大的開銷；而以難易度來看，托福

iBT測驗較適於高階的英語使用者（CEF A2到

C1），對於英語程度在 A2以下的英語使用者則

較不具鑑別性。這些都是日本如果採行托福 iBT

測驗作為大學英語入學門檻所必須積極解決的問

題。

巴西「英語無國界計畫」

預計 50萬人次參加托福 ITP測驗

巴西教育部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宣布將和

ETS 巴西代表 Mastertest 簽約合作，採用托福

ITP測驗作為全國性英語教學計劃──「英語無

國界」的評量及教學管理工具。

「英語無國界」旨在協助巴西大學生及研究生

加強英語語言技能，以符合政府資助之留學獎學

金門檻。托福 ITP測驗將用於課前分班測驗，依

照個人英語程度分配至適合的班級，課程中及課

程後測驗則用於記錄學員的學習成就供學習診斷

和了解進步指標。

ETS 副總裁 David Hunt 表示：「ETS 十分

贊同英語無國界計劃的理念，也很榮幸能和巴西

教育部合作提升該國學生英語學習品質。」

巴西英語無國界計畫使用托福 ITP 測驗作為英語能力

管理工具。

日本提倡以實

用性高的托福

iBT 測驗作為

大學入學英語

測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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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英語無國界」，巴西大學生及研

究生將能通過「科學無國界」（Science 

without Borders）留學獎學金資助計畫

的語言能力門檻，前往其他國家留學，學

習各種科學領域的前沿知識，未來將可增

強巴西的的前瞻學術人才團隊及整體創新

力與競爭力。

由於「科學無國界」將在 2012年 9月

起的四年間陸續把一萬名優秀巴西青年送出國進

修，因此配合的「英語無國界」也預計將在計畫

結束前達到 50萬次的托福 ITP測驗施測人次。

印尼「碩博士銜接訓練計畫」

托福 ITP 550分即可申請獎學金

不只日本、巴西教育部使用托福測驗作為國家

培育國際人才策略的英語教學管理評量工具，印

尼教育部在語言教育政策上也下了類似的決定。

印尼「碩博士銜接訓練計畫」（Bridging 

Program）是印尼教育部與台灣教育部合作辦理

的計畫，該計畫讓印尼準博士生能夠前來台灣的

大學接受三個月的專業訓練與語言訓練，三個月

的時間讓這些準博士生可進一步了解台灣高等教

育師資及環境，而他們接受的訓練也將是日後來

台進修博士班的基礎。

與銜接計畫搭配的是印尼教育部提供的 DIKTI 

3+1 專案獎學金，為讓這些原為印尼各大學講師

的準博士生在台灣能夠生活無虞，印尼教育部規

定，只要托福 ITP測驗成績達到 550分即可申

請此一學費全額補助獎學金。

結論：

三國策略及評量工具的比較

從日本、巴西與印尼三國的案例可以知道，善

用托福測驗的品質作為大學國際化英語教學管理

工具，即能有效地培育國際人才與國際先進學術

研究接軌。唯巴西及印尼採用紙本型態托福 ITP

測驗，相較日本提議採用網路型態托福 iBT測驗

而言，採用 ITP施測簡易可行，更能妥善控制成

本，單價僅台幣 1,120元，可普遍性地大量對

英語教學進行全程能力指標管理，對有效推動全

英語教學、大學國際化、培育留學海外學術人才

政策等都是最可靠且可行性高的考核管理工具。

此一國際學術發展的前瞻趨勢演變值得國人密切

注意。

印尼碩博士銜接訓練計畫，讓印尼的大學講師有機會

公費留學進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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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國際化論壇 日港台學者聚會靜宜
討論聚焦英語授課、專業培養與遊留學計畫

文：張堤

© English Career No. 44，2013 年 6 月號

全球化大趨勢下，高等教育當然不能缺

席。2013年 4月 11日，靜宜大學正式

成立國際學院，並舉辦「大學國際化教育論壇」，

廣邀日、港、台各界專家學者暢談彼此對於大學

國際化的看法，希望為台灣的大學國際化教育方

針找出一條明確的路。

此場研討會，靜宜大學特別邀請教育部國際

及兩岸教育司司長林文通、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

院英文系客座教授李振清、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

位、淡江大學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

ETS台灣區代表忠欣公司總經理王星威、日本

國際教育交流協會（CIEE）國際交流促進部部

長掘越敏明、台灣全球化教育推廣協會（GEAT）

理事長陳超明以及靜宜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林

昌榮等專家學者進行演講，針對台灣的大學國際

化現況、大學國際化如何培育國際化人才、英語

在大學國際化扮演的角色，以及港、日視角進行

了一番探討。

區域性教學理論背景

教育部林文通處長在開場時即表示，教育部以

往總是鼓勵學生前往海外求取學問，近幾年的高

等教育政策則更往前邁進，不但鼓勵學生「走出

去」，也以各種策略吸引學生「走進來」，藉由

這樣的雙向留學管道，讓台灣學生有更多機會成

為國際化人才。近年來積極推動 411遊留學計

畫的靜宜大學，是鼓勵同學「走出去」的最佳典

範。靜宜大學是國際交換生計畫（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ISEP）在台灣

唯一的會員學校，擁有為數眾多的姊妹學校，靜

宜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林昌榮非常鼓勵學生在

大學四年間至少能有一次的出國遊留學體驗，他

更不諱言，除了能藉此培養出具有國際觀的學生

外，透過與世界各學府的頻繁交流，即能漸漸打

出靜宜大學的品牌知名度，吸引更多外籍學生就

讀。

除了靜宜大學外，淡江大學蘭陽校區的全球創

業發展學院則以「大三出國」為號召招收學生。

劉艾華院長表示，進來全球創業發展學院的學生

都有個認知，就是在大一大二時必須把英文學

好，才能在大三前達到合作學校訂立的托福成績

門檻。根據劉院長的觀察，「每一位從國外回來

的學生好像脫胎換骨一樣，舉止充滿了自信，這

讓我們相當欣慰。」

港、日大學國際化之觀點

日本 CIEE國際交流促進部掘越敏明部長則

提出了日本高等學府在推動國際化的努力與做

法。他指出，日本為擺脫「失落的 20年」現

象，政府制定了贊助學校培育國際化人才的計畫

（MEXT Project），期望以提升英語標準（托

福 iBT測驗或托福 ITP測驗）通過率以及出國

學習學生數來推動日本的出國學習風潮。他並表

示，托福 iBT測驗以及托福 ITP測驗不只是贊

助計畫的實行指標，更是用來作為學生在語言能

力管理與分級的最佳工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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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相當重視英語力，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則認為，重視學術研究內

涵是大學邁向國際化的關鍵角色。「語言很重

要，但說出來的內容往往比語言本身還重要。」

他以研究數學或然率的史丹佛大學教授鍾開萊為

例，指出他演講時，總是說著一口「寧波腔英

語」，但沒人會覺得他不夠專業。只要本身研究

實在，即使說出來的英文不是很好懂，大家還是

會很願意聆聽見解。

英語與國際化的關係

對於英語在國際化的重要性，ETS台灣區代

表王星威認為，資訊革命後，商務上 email訊息

往來快速，普遍學生是否具備基本英語能力是大

學國際化中很重要的一環，他更表示，現今國內

有些學校的某些課程是採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但由於

學生英語能力不足，往往出現專業課程以及英語

都沒學好的現象，王星威建議，可先由外文系老

師教專業英語（ESP），接著再由特定領域教授

進行英語授課，培養學生的學術英語力（EAP）。

他以法研所為例，可由外文系老師先進行法務專

業英語的教學，再由法學教授進行全英語授課，

如此學生較可能理解學術上法學語彙的抽象表

達，未來也才有可能在學術場域以法學英語和其

他專家學者對談。

至於國際化人才應該具備怎樣的英語能力，

GEAT理事長陳超明教授認為，國際化人才除了

在英語的聽、說、讀、寫四方面能力要強之外，

還要具備批判思考、解決問題能力，以及表達自

己想法的辯才（eloquent）。對於大學全英語授

課的做法，陳教授建議，應該要階段實施，各校

可以先找出自己學校之學術強項，針對這些科系

進行全英語授課，如此將更有機會建立學校在國

際上的品牌知名度，招收到更多更好的國際生，

真正達到大學國際化的目標。

大學國際化教育論壇綜合座談，由左至右分別是實

踐大學陳超明教授、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世新

大學李振清教授、CIEE 掘越敏明部長、靜宜大學

唐傳義校長以及座談主持人周惠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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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大首創全英語授課學院
專訪淡江大學蘭陽校區全球創業發展學院劉艾華院長

文：陳宛綺

灣高等教育要推動國際化，授課語言一直

是大部分學校煩惱的問題：中文授課較簡

單，但不易招收國際生；而英文授課，對台灣的

教師的和學生都是一種考驗。在這樣的兩難困境

下，淡江大學蘭陽校區全球創業發展學院（以下

簡稱全創院）不但大膽採取全英語授課，更明確

指示教師，上課中不能使用中文。幾年下來他們

不但沒嚇跑學生，更培養出不少企業喜愛的國際

人才。他們怎麼辦到的？讓全創院院長劉艾華親

自告訴你。

全英語授課  置之死地而後生

全球創業發展學院坐落於淡江大學蘭陽校區，

是淡江大學發展國際化的重點學院。學院內設有

「資訊創新與科技」、「國際觀光管理」、「英

美語言文化」以及「全球政治經濟」等四個不同

領域的學系，領域雖不同，卻都規定學生必須在

大三時通過姊妹校訂定的托福測驗標準，前往國

外的姊妹校修課。為了讓學生都具有足以應付國

外學術生活的英語思考力，全創院不但推動全英

語授課，更規定大一、大二學生一律住宿，好隨

時掌控學生學習狀況並予以加強。

「進來蘭陽校區就是要接受全英語授課，大三

也一定要出國。為了讓新生都能體悟這點，我們

於新生入學前會在校區內舉辦四天三夜的『大學

生活體驗營』，期間安排多場英語授課適應與準

備之演講，透過實地體驗，讓新生知道他們入學

後會面對怎麼樣的情境。」

劉艾華院長說，在國外不可能依賴中文生活，

所以在學生還沒出國前，一定要擺脫對中文的依

賴才行。「因為這層用意，我們要求老師全英語

授課時絕對不能混以中文授課，避免學生有苟且

的心態。」劉院長解釋，置之死地而後生，學生

如果能在大一大二磨出足夠的學術英語力，大三

才能在國外的學術環境「生存」下去。

「除此之外，全英語授課也是接軌國際必要的

一環，是台灣必須要做的事。像是香港全英語授

課做得很成功，他們的學生自然擁有以英語思考

的學術能力，就能以更多元的角度來看待世界，

也較不會被中式思維侷限。」劉院長解釋，像是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的學生，如果不能以英語進行

思考，對於世界發生的大事只從中文報導進行研

究與討論來研究，那就較不能看到事件的全貌。

「英語思考」怎麼教  考驗教師功力

在台灣推行全英語授課，師資向來是問題，

對此劉院長表示，全創院徵聘新進教師，不分國

籍，主要看的是對方的教學能力、研究能力，以

及是否有願意為學生付出的教學熱忱；如果是本

國籍教師，也會希望對方有出國留學經驗。「曾

經留學過的專業教師有接受過英語授課的經驗，

如果又能通過試教程序，往往只要幾堂課熟悉下

來，很快就能進入狀況。」

劉院長表示，雖說如此，但要如何帶領學生以

英語思考專業領域問題，往往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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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備課以及活動設計，在課程中並不只是單純

的教師講、學生聽，當中需要許多像是分組討論

等等的互動，這方面才是教師需要花費心力的地

方。

因此，針對教師教學能力的成長，淡江大學

有所謂的「良師益友制度」（mentor & men-

tee），透過教師間的心得交流，不但能夠讓比

較資淺的教師更快進入狀況，也能在互相切磋交

流中讓彼此提升層次。「蘭陽校區招生至今已經

第 8年了，8年下來其實教師們英語授課的經驗

都很豐富了。除此之外我們也有與國外教師合作

開設英語授課的培訓課，持續檢視英語授課的內

涵。」

大三出國  澈底激發學生潛能

劉院長知道，不是所有學生一進來就能馬上適

應全英語授課，大部份的人多半會遭遇一段或長

或短的陣痛期。為了全英語授課能持續運作，學

生又能真的從中學到專業知識，對於沒跟上進度

的學生，全創院師生會在晚上進行補救教學。白

天聽不懂的內容，到晚上再以中文教一遍。尤其

像是微積分、統計等即使以中文解釋都不易懂的

科目，更是需要透過輔助教學協助學生進步。

劉院長表示，某方面來說，因為住校的關係，

師生能夠運用的時間更多了，而且彼此熟悉的情

況下，讓教師更願意付出，而學生也更樂於接納

教師的意見進行改進，這就是師生住校的好處。

全創院的全英語授課能夠成功，除了補救教

學的輔助外，一方面也是因為學生面對「大三出

國」有危機意識。劉院長認為，學生有自覺，學

得用心，自然能夠在大一大二的全英語授課中培

養出學術英語力，相對托福成績也不會太差。

「其實學生的潛力是很夠的，只是我們不能一下

子就要學生提升到某個高度。」

劉院長表示，目前全世界都在推行類似大三

出國的概念，他引用數據指出，光以美國各校來

看，2009年到 2010年間出國讀書的總數約為

27萬人，其中就有 7成的人選擇在外地讀書一

學年或一學期，且比 10年前的美國出國讀書總

數還要多一倍，可見世界各國對於國際化人才的

重視。

值得注意的是，全創院的學生在國外接受過

美、加、澳、英、芬等地姊妹學校的薰陶後，不

但專注力提高了，對自我也更有要求。「在國外

生活等於是把自己丟到完全陌生的環境，你要生

存就得把自己的警覺性提高，對各種資訊進行判

讀，對原本生活的環境也會進行反思。生活就是

這樣了，更何況是在學術場域進行高度的抽象思

考。環境很自然會促使你積極學習、積極思考。」

劉院長解釋，蘭陽校區推動全英語授課以及大三

出國，這部分的成果其實不能忽視。

劉艾華院長表示，「大三一定要出

國」是學生能定下心學習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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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台灣成為國際高教重鎮 高應大助陣
專訪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楊正宏

文：陳宛綺

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連續四年獲得

Cheers雜誌「企業最愛技職生調查」全

國第 3與南部第 1的評價，學生的專業能力已經

受到企業界的一致肯定。而從校長楊正宏去年中

就職之後，不但銳意提撥 500萬經費給語言中

心打造英語學習園區，更指示高應大的每個學院

（工學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都應該持續增加能夠進行全英語授課的師資，且

未來各系所都應該要繼續增加全英語授課必修科

目。此外，高應大也相當積極招收國際生入學，

徹底打造國際化校園。

隨處可見國際生  國際氛圍成形

楊校長表示，高應大研究發展處的國際事務中

心自 92學年度開始就陸續招收國際學生，目前

以越南最多，也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巴拿馬、

巴拉圭及波利維亞等地的國際學生。高應大除了

成立全國技職體系的第一間MBA越南專班外，

也和鴻海合作簽約，為鴻海的越南廠區培育未來

當地的中高階主管接班人。而為了讓這些不同國

籍的國際學生能適應台灣環境，除了上課以英語

授課外，高應大也在國際學生的華語教學方面進

行了不少努力。

楊校長並指出，國際事務中心在今年 8月 1

日過後將升級成國際事務處，在推動教育國際化

上更為加深加廣，未來將優先提升高應大國際學

生的人數和國籍數。首先一波入學的，很可能就

是印尼的公費留學博士生。

銜接訓練計畫  協助印尼生公費留台

印尼雖與台灣沒有實質邦交，但他們的菁英人

才很「哈台」。自去年「第一屆台灣與印尼高教

論壇」召開後，印尼教育部不但把台灣、德國、

奧地利與紐西蘭一同列為印尼公費攻讀博士的四

大優先國，在印尼選送公費生出國的計畫中，選

送到台灣的名額更是高居四國之冠。

公費選送馬虎不得，印尼教育部規定，要成為

公費博士生，得先通過「碩博士銜接訓練計畫」

（Bridging Program）。該計畫是每梯次約選

送 100位的印尼生來台學習 3個月，期間除了

專業知識技能外，也需加強自己在國際學術場域

情境的語言能力，以便通過印尼教育部規定的語

言門檻（如托福 ITP 550分），方能進一步接

受留學學費與機票的全額補助。

至今高應大已經連續兩梯次承接訓練計畫，楊

校長表示，印尼菁英公費來台留學，主要是看上

了台灣的技職實力，這是值得自豪的事。

楊校長進一步說明，能夠參加「碩博士銜接訓

練計畫」的，都是印尼當地大學的講師，未來修

完博士學位歸國後，將能提高印尼當地的學術研

究水準，而且以後也很可能是台灣高教界甚至是

台灣外交界的堅強盟友，高應大能參與其中，讓

他覺得格外有意義。遠來高應大受訓的印尼生，

不管是第一梯次的 10位、第二梯次的 17位，

或是以後前來受訓的講師，為協助他們通過托福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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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台灣成為國際高教重鎮 高應大助陣
專訪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楊正宏

ITP 550分，高應大甚至特別開課加強他們的托

福應考能力。

校園國際化  提升學生口語自信

打造多國際學生並存的國際化校園，楊校長自

有他的教育藍圖。「我的希望是，在高應大的每

個地方都能看到不同國籍的國際學生穿梭，這樣

我打造的環境就算成功了。」他表示，台灣是海

島國家，企業和學生都應該要有走出去的能力，

但是在「走出去」的關鍵英語能力方面，由於高

職生每個星期的英語課，上課時數與高中生比較

起來相差了不少，這樣的學生上了技職院校，不

但英文能力較為不足，而且普遍缺乏使用英語的

信心。

「其實學生的專業能力是夠的，不過他們太缺

乏對英語的信心。只要國際生進來校園，學生們

自然會有互動的機會。我就是要他們先建立起開

口說英語的自信。」楊校長解釋，把國際生帶進

來能普遍讓本地生對英語改觀，讓他們了解到英

語是用來溝通的工具。

「未來這就是學生工作的實際環境。」楊校長

說。他常常提醒學生，以後的工作狀況很可能就

是，許多個國家的人擠在一間小會議室裡開會，

如果沒無法用英語表達、溝通，要如何生存？

「我一再提醒同學們，把握學生時期趕快學習，

不然就算具有專業技能，也很難發揮自己的全部

價值。」

培養英語自學力  助學生起飛國際

除建立學生英語表達的自信外，也希望帶起學

生的自學動機，唯有這樣學校提供的軟硬體英語

學習資源才能夠幫助到學生，比如多套的英文教

學軟體、開設英文訓練課程、參加「國際演講協

會 Toastmasters」分會在高應大舉辦的例會，

又或是參加學校開設的英語授課課程，與多國籍

國際學生一起上課等等，如此學生在言談中不但

能夠幫助自己提升英語能力，也能幫助自己提升

國際視野。

楊校長表示，有出國企圖心的學生是他比較不

用操心的一塊，這些學生如果品德好，又具有語

言能力以及專業能力，就有機會選送出國擔任交

換學生、進行短期研習或是取得雙聯學位。他指

出，目前瑞士、日本、美國、德國、馬來西亞、

越南、法國等國家都有學校和高應大有學術往

來，學生可以自己選擇想去哪裡學習。對於這些

學生，高應大也會安排專業師資開設托福語言證

照班，讓他們能夠通過對方學校的語言要求順利

出國。「我們是公立學校，自己國家的子弟當然

要照顧好。」楊校長說。

楊正宏校長表示，印尼菁英公費來台留學，這是台灣值得

自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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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中學的國際文化教育之道
專訪高雄道明中學張艷華校長

文：張淳育

年國教要成功，差異化教學很重要，為

讓台灣中學教師了解差異化教學重點，

教育部規定所有教師都要進行師訓。當所有學校

都枕戈待旦為明年的教改大計做準備時，道明中

學校長張艷華卻能自信十足地說：「十二年國教，

我們準備好了。」

張校長這麼說，是因為道明中學早就在做差

異化教學了。道明從創校至今始終秉持「持愛育

才」的精神培育學生，為貫徹把「每個學生都帶

上來」的教學理念，學校為不同程度的學生設定

了不同的學習目標、使用不同的教材教法，使得

學生在各方面都有機會得到學習的成就感。

「除了從國中直升上來的以外，高中部也會透

過多元入學管道招收學生，這兩部份的學生在基

礎能力上往往有些落差，對學習環境的熟悉度也

不同，每年新生入學我們都會面臨這個狀況，然

而透過學校老師豐富的教學經驗及有效的差異化

教學策略，我們一直都能照顧到每個孩子。」張

校長解釋著。

跨國交流  帶回多元文化教育種子

為了培養學生們的國際視野以及多元文化觀

念，道明高中早從 1993年代開始帶領學生進行

跨國跨校的交流活動。近幾年透過學校國際文教

組的努力，除了實地交流外，學生也能透過網路

交流、國際志工以及各類英語相關競賽方式培養

國際視野。「現在的學生其實英語程度都比以前

好了，我們能做的應該是在語言之外進一步提供

學生國際觀以及文化方面的學習。」道明不以學

生具有語言優勢為滿，同時也致力提升學生的國

際觀與國際移動力。

以實地教育交流及文化體驗學習來說，不但與

紐西蘭 Villa Maria College 及日本愛光中高學

校等姐妹校互有往來參訪活動，更與加拿大的天

主教學校結盟，讓志願參加的學生可透過實際入

班上課的模式深化多元文化的學習。

張校長表示，參與過跨國交流的學生，因對對

方國家感興趣，會自己在網路上做功課，也會知

道自己語言上哪裡不足，曉得改進的方向，更會

無形影響身邊的同儕，在團體內產生化學變化。

「這些被引發學習動機的學生就像是帶起多元文

化教育的種子一樣，隨時都會在校園內開花結

果。隨著多年的努力，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氛

圍慢慢成形了。」一直提倡把教育普遍落實到每

個學生的張校長說。

12

張艷華校長表示，道明不以學生具有語言優勢為滿，也致

力提升學生的國際觀與國際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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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近期更結合網際網路無國界的優勢，和英

國的 Townsend Church of England School

合作，開啟了雙方的視訊對談交流模式。為解決

兩地時差問題，兩校是採用錄製短片的方式進行

對話，並放置於部落格平台。對話的主題多為以

國際時事為主題，像是前幾個月西西里島的艾特

納火山密集爆發，就成為當時對談的議題之一，

討論甚至涉及地科領域，探討到火山的形成因素

等。

除了上述交流方式外，道明也利用各種活動培

養學生的國際化素養。像是英語話劇社的表演、

外交小尖兵英語種籽隊的培訓以及國際志工的參

與，這些參加活動的學生除了能在語言及文化理

解有實質的成長外，一樣能為營造學校的國際文

化主動學習氛圍盡一份心力。「以外交小尖兵來

說，它是能夠同時培養學生英語表達能力及國際

議題關懷力的活動，去年我們就獲得了全國第五

名，許多名校都排在我們後面，這是對學生語言

能力的最高肯定。」

引進托福 Junior與 ITP 為語言能力把關

張校長表示，道明有所謂的「閱讀日」、「英

聽日」，透過早自習半小時的時間進行閱讀與聽

力的加強。以英聽日來說，同年級的學生聽的都

是同一份教材，但難免有些程度不足的學生，跟

不上廣播內容，對於這些學生，教師則會在廣播

時段外預先上課，就廣播內容重點先進行講解，

好讓學生都有吸收到東西。

「我們也跟台灣托福資源中心合作，引進托

福 Junior測驗及托福 ITP測驗做為學生評量英

文程度的標準化測驗。」張校長表示，托福 Ju-

nior測驗分別為高一生進行兩次測驗，一次是

入學時做為教師評估學生能力之用，一次則是學

年結束時作為教師教學以及學生學習成效的總檢

驗。「托福的測驗內容符合國際學術場域情境。

為了讓托福 Junior測驗的方向與重點融入教學

中，道明的英語老師甚至都全部進行了一次托福

Junior測驗。」

至於托福 ITP測驗，則是作為高二以上學生

的英語能力評量工具，好為學生未來出國就讀的

能力進行準備。張校長解釋，目前道明的學生英

語平均成績優秀，外語能力表現也相當好，想為

他們奠定更厚實的語言基礎，也為學生們申請國

外著名大學做準備，托福 ITP測驗是最適當的選

擇。

全人教育 符合 12年國教重視價值

張校長強調，道明中學培育學生向來是以「全

人」教育為目標，不但十二年國教的願景與核心

精神早就是道明的辦學理念，且學校對於學生

「語言能力」、「資訊能力」、「多元文化」、

「國際視野」的重視與實踐，也早就具有英語特

色學校的質地，未來再結合學校間的策略聯盟與

產學間的合作，就能更健全學生的國際公民素

養。「對於 12年國教，我們真的準備好了。」

張艷華校長笑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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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進美國名校  明道 GCP 讓學生發光
世界公民素養班主任邱丰裔的浪漫教學夢

文：張淳育

年春天，正是高中應屆畢業同學努力實

現自己理想大學夢的時候，有的人選擇

就讀國內大學，有的則將眼光望向國際，選擇出

國留學。在台中，明道中學有個特別的班級，它

是六年一貫計畫的「世界公民素養班」（Global 

Citizenship Program, 以下簡稱 GCP），第一

屆學生九成錄取全美前 50大名校，成績相當亮

眼。當全台中學都正在摸索十二年國教「特色教

學」模式時，明道的 GCP教學案例特別值得我

們探究。

STAGE學習地圖 
引導學生成為世界公民

 

在交出升學成績前，GCP班第一屆畢業生由

於沒有學長姐的學習軌跡可供參考，在家長眼中

他們的學習成就一直是未知數。對此 GCP班主

任邱丰裔則有不同的看法：「我從來不擔心他們

申請不到學校。GCP的核心價值是把孩子培育

成世界公民，成立至今，我只擔心我不能把這個

理念好好傳達給孩子與家長們。」邱主任說，為

了強調這個核心價值，明道中學特地把班級名稱

取為「世界公民素養班」而不僅僅是「留學班」。

正所謂「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為了讓

學生意識到這樣的核心價值，把班級名稱確定下

來只是邱主任的第一步，他的第二步，是在學生

開學進來後，就明白告訴學生他的期許，並搭配

學生從國一到高三的六年學習地圖，讓學生可以

具體知道在這個班級中將會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邱主任溫和解釋，這份學習地圖名為

"STAGE"，整合了申請外國大學所必備的

SAT、 各式 Tests、Activities、GPA（註）以

及 Essay等五項元素，也就是說，學生若按照

學習地圖的步調穩健前進，就能在設定時間內把

申請大學所需要的各式能力、資料與經歷備齊。

跨語言文化交流  
不失中華文化根源

要成為世界公民，語言首先要能國際化。邱

主任強調，國際化不單單只是英語化，因而除了

開設英語課程外，GCP班也有法語、日語和西

班牙語課可供選擇，而在這些外語課程之外， 

GCP班更堅持維持中文課的開設。「文化的交

流是相對的，既然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文化根源，

那麼學生在了解他國文化時，就應該了解自己的

文化與語言，才能真正達到真正的交流。」邱主

任說。

「而且因為我們提供了中文課，反而讓一些美

國華僑願意把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孩子交給我們，

因為這些父母比誰都還憂心他們的孩子不會說中

文、不懂中華文化。」

參加特色活動（Activities）
是找到自我價值的關鍵

"Discover Yourself"這段簡短的英文是掛在

明道中學門口的精神指標，清楚揭示了明道對於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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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 班邱丰裔主任表示，把孩子培

育成具有世界公民素養的人才，一

直是 GCP 的核心目標。

適性教學的重視，邱主任指出，學習地圖也配合

了適性教學的概念，每年在 "Activities"的部分

都提供了「固定參加」與「可以參加」的項目，

讓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充滿彈性，他舉例，明道

就在六年間分別安排了芝加哥伊利諾理工大學

（IIT）科學營、紐澳教育旅行、泰北志工團、

馬來西亞志工團以及肯亞志工團等 5項大活動，

而「世界童軍大會」、「馬來西亞 ITEX國際發

明展」或是「ENO全球環境線上組織年會」等

活動則屬於可由學生自由選擇的項目，每年都有

不錯的成果。

邱主任表示，像是去年 ENO芬蘭年會，GCP

學生參與的台灣團隊表現就受到評審一致肯定，

並受到 ENO的邀請，得以參加去年巴西里約熱

內盧舉辦的 Rio+20「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

「另外，我們的學生也固定幫附近的僑仁國小

進行英文課輔，由我們的學生當小老師，讓他們

實際去幫忙需要幫助的人。」邱主任並表示，師

生角色交換了，學生們反而更能體悟老師教書的

辛苦，連上課也變得更認真而不吵鬧。

透過這些移地活動的學習，GCP班的學生得

以在與各國人士的合作與競賽中培養出國際視

野、人文關懷精神、領導眾人技巧、解決問題的

能力以及對自我認知所展現出的熱情等。比起讓

學生變成考試機器的教學法，邱主任深知這些世

界公民素養活動教學才是學生們未來能否成為大

才的關鍵。

透過評量（Tests）數據教學管理
掌握學生學科能力

要培養出優秀的學生，必定要有優秀的教學團

隊。邱主任指出，有了系統化的 STAGE學習地

圖，讓外師能夠有個遵循的方向，因此一般學校

常見的外師高流動率現象並沒在GCP班中出現。

在穩定的教學團隊下，學科知識的傳授才能穩健

推行，例如每天早自習就是學生自我練習的最佳

時光，練習的項目包含了托福、SAT等情境的語

言及數學技能等，由於不計分，學生自然可以在

每天的練習與檢討中逐漸進步。

「事實上，我們很鼓勵同學去參加像托福、多

益等英檢測驗，畢竟不上考場就找不到學生的學

習盲點，透過這些評量數據可以分析學生的能力

進步指標並診斷其學習盲點，提供符合同學所需

要的教學資源，但我們也會事先評估學生的大概

程度，有把握了才讓他們應試。」藉著數據化教

學管理，第一屆畢業生托福 iBT應試成績破百的

竟高達 7個之多。

回首過去，邱主任表示他能理解家長們對於

孩子們未來升學率的擔憂，「但是我一直知道

GCP班能夠成就學生的，不只是讓他們榜上有

名而已。」邱主任不改一貫的儒雅作風說道。

註：Grade Point Average；在校成績平均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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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教育大不同  留學前先放開你的心胸
專訪賓州駐台貿易辦事處處長蔡宜玲

文：謝宜君

據台灣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的統計資

料顯示，台灣學生所選擇的留學國家以美

國的大學、研究所為第一志願。對年輕學子而言，

在美國這片土地，有豐富多樣、多元的學術研究

選擇，這次我們專訪了美國賓州駐台貿易辦事處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Office of 

Trade & Investment）處長蔡宜玲，請她來談談

富有歷史之美的賓州（Pennsylvania），以及賓

州高等教育的學術環境。

人文薈萃  留學賓州的多元選擇

每年赴美國賓州就讀大學或研究所的台灣學子

高達 1,200人，在台灣留學美國的學生人數人中

排名第六。賓州共有 14所州立大學，再加上為數

眾多的私立大學，大學數量共達 300所以上，大

部分學校已創校百年，這造就了賓州是一個極具歷

史意義、文化涵養的地方，也提供給台灣學子各種

不同的選擇。

曾赴美留學、長年致力於搭建賓州和台灣貿易

與教育友好橋樑的蔡宜玲處長表示，如同美國其他

地區的大學，賓州有許多大學都有大學城的設計，

在大學城內的生活及交通運輸系統相當便利，大學

城內的民生物資價格相較起城外來也來得合理，

不但學生住宿環境單純、品質良好有助於學生專

心學習，在安全上也無後顧之憂。像是世界排名

前 20名的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占地約 17,000英畝，是賓州最知名

的大學城。

飛往美國  美國大學教你的事

除了頂尖的學校與便利學生的民生設計，學生

赴美的主要目的就是——體驗與台灣迥然不同的美

式教育，蔡宜玲提到，美式教育要旨在於培養出學

生獨立的自主思考能力，例如美國大學教授習慣在

接近下課時間時撥出 Q&A時間讓學生對方才上課

的內容提出意見與疑問，學生通常會運用這段時間

踴躍地發言，也因此訓練出在發表演講時穩健的台

風，是台灣學生該學習的優點。

「千里迢迢地到美國念書，留學生必須做到事

前確定學習目標、積極參與當地學校活動、敞開心

胸廣收新知。」蔡宜玲建議赴海外求學的學生，要

有確切的學習目標，而不是只為了留學而留學。課

後也應多投入與當地學生的互動，藉此機會深入了

解異國文化，這將是年輕人得到自我成長與開拓國

際視野的大好機會。至於面對新環境及學習上的適

應及種重挫折，也應該以正面態度來看待，提升自

己的抗壓性，台灣學生應該全新的態度來接受截然

不同的美式教育。

根

美國賓州駐台貿易辦事處處長蔡宜玲表示，學生到美國留

學前必須要調整心態，寬容地迎接美式教育和異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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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遊留學

美式教育大不同  留學前先放開你的心胸
專訪賓州駐台貿易辦事處處長蔡宜玲

賓州特色名校介紹

薩斯奎漢娜大學 Susquehanna University

薩斯奎漢娜大學以人文學科著名，其中商學院最

受國際學生青睞。工作室藝術、平面設計、新聞、

音樂、自然科學、生物化學、資訊工程等課程也十

分熱門。

國 際 招 生 事 務 處 副 主 任（Associate Direc-

tor of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Weihong 

Sun 表 示， 今 年 校 方 首 度 至 台 灣 招 生， 十 分 歡

迎台灣學生選擇本校學士課程。

副主任也指出，校內商學院獲國際商管學院促

進學會（AACSB）認證，並單獨設有實習辦事處

（Internship Office），提供持 F-1 簽證的學生選

擇性實習機會（OPT）。根據 2012 年的調查，

70% 的商學院學生畢業前皆有一次以上的實習經

驗。

此外，國際學生入學可獲得 5,000-20,000 美元

不等的高額獎學金，並享有機場接送服務。除首次

抵達外，特殊節日如感恩節、聖誕節皆有專車接送。

校方也另針對國際學生每學期舉辦三次自由參加的

旅遊活動，可選擇前往紐約或華盛頓等鄰近地區。

堤爾學院 Thiel College

堤爾學院創立近 150 年，為一所小型私立教會

學院，校園環境優美，鄰近大都市，為體驗美國文

化的最佳選擇。國際學生比例為 4%，大多數為韓

國籍，另有少部分學生來自日本、中國、俄國及台

灣。

國際招生事務處顧問（International Admission 

Counselor）Jessica Abinosa 表示，國際事務處

特別針對國際學生創辦數個組織，於春季舉行文化

展演，秋季舉行飲食博覽會，幫助國際學生融入堤

爾大家庭。

堤爾學院也致力將科技結合學習，目前獲 IBM 

ThinkPad 贊助，每位學生入學時皆可獲得筆記型

電腦。此外，目前師生比為 17:1，每個班級人數皆

小於二十人，有些高年級課程甚至少於四人，希望

能藉小班制教學提供一對一的關注，讓師生有高度

互動的機會。

中賓夕法尼亞學院 
Central Pennsylvania College

　

中賓夕法尼亞學院為全美知名職業訓練教育學

校，以就業為導向，提供多樣化、高水準的實作

課程，目前正開始招收國際學生。

中賓最大的特色為大學部修業三年，畢業時除了

有學士學位，也具有企業實習經驗。各式實作課程

外，學校也提供履歷教學、面試教學等課程，藉此

培育學生就業競爭力。根據最新統計，92% 畢業生

一年內皆找到期望的工作或繼續升學。

學生除享有各式課程，更擁有出國學習的機會。

課程方案主任（Immersion Program Coordina-

tor）Howard Davison 指出，中賓每年挑選 15-20

名學生至歐洲、澳洲或日本等國家學習，期望學生

藉由親身體驗，了解當地文化。

托福 79 分

AACSB 認證、企業實習

高額獎學金、機場專車接送

學校網站：http://www.susqu.edu/

托福 62 分

教會大家庭、友善校園

IBM 贊助、小班制教學

學校網站：http://www.thiel.edu/

托福 68 分

就業導向，三年修業

學覽世界大國，親身體驗文化

學校網站：http://www.centralpen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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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托福家族考試資訊

請隨時上網查詢最新資訊：www.toefl.com.tw

有關詳細報名方法及各考區報名地點，請上網詳閱，或於上班時間至官方網站線上客服洽詢。

測驗時間及地點依考試通知單為準，考試通知單將不另行寄發，考生需於考前一周自行上官網查詢。

托福 ITP 測驗

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時 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    區

6/30 4/18~5/22 7/22 台北 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7/28 5/23~6/19 8/19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8/25 6/20~7/17 9/16 台北 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9/29 7/18~8/21 10/21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10/27 8/22~9/18 11/18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11/24 9/19~10/16 12/16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12/29 10/17~11/20 2014/1/20 台北 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測 驗 日 期 報 名 時 間 成績單預寄日 考    區

9/29 7/18~8/21 10/21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托福 Junior 測驗

•托福官方網站   http://www.toefl.com.tw

•托福臺灣官方粉絲團「TAIWAN TOEFL」 

    https://www.facebook.com/twTOEFL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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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英語急救法 喚醒你的英語力
法律高材生：用對策略 英語有得救

文：林德嫻

年底，我會參加 ITP完全是為了通過大

學的畢業標準。因為原本的生涯計劃有重

大改變，考慮到下學期得好好為我的新目標作準

備，時間上再不考個英文檢定就來不及了！也推

薦跟我一樣忽然要考英文檢定的人，ITP絕對是

很好的選擇！ ITP不用準備我認為最難的口說跟

寫作，而且每個月都有考試，可以馬上考、重複

考，報名費便宜（1,120元），網路上關於托福

的資源也很多，對想要省錢的學生來說也不會是

很大的負擔。

ITP只考閱讀、聽力、文法結構，但題型都

跟一般托福相當，很類似以前的 TOEFL CBT

（註），所以閱讀的部分我去二手書店找了以前

CBT的閱讀參考書（知音文化出版），聽力部

分則是用倫倫部落格（http://xination.pixnet.

net/blog）上的MP3檔案，因為我是文組，所

以特別著重在科學方面的新知。文法結構則是

下載了大陸追夢網出的《托福語法大全》，裡面

集結多年托福文法考題，完全免費，有答案有題

解。我覺得準備 ITP不一定要用專門的書，只要

把 iBT的東西練習練習就綽綽有餘了。

註：TOEFL Computer-Based Test，已於

2006年起停止施測。

去

林德嫻

台大法律系四年級

托福 ITP：623 分

而因為我的準備時間很短，單字又忘記得差不

多了，所以我的策略是透過練習題目培養閱讀速

度跟答題技巧，但不著重在進步上。每天晚上寫

三篇閱讀，每篇都要計時在十分鐘內完成，加上

檢討共四十分鐘；寫完要檢討，背新的單字，並

且嘗試不同的作答方式，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像

我一開始有嘗試先用最快速度在兩分鐘內瀏覽過

文章，直接作答，不會的就回去文章找，但後來

發現還是先花時間大概看完再寫題目，錯誤率比

較低，而且練熟之後，很容易從文章找答案。

在前面提到的部落格裡有一種「聽力重訓」的

方式，對加強聽力非常有效。每天聽一小時，分

成早中晚各二十分鐘聽，第一遍用正常速度聽，

然後再看文案，接下來用 1.5倍的速度重複聽到

完全聽懂為止，每天都要聽新的，也要複習聽過

的，一篇文章不用太長，大約 2到 3分鐘，這

個方式在短短時間內讓我聽力大幅度進步！

ITP的閱讀與聽力都較 iBT容易很多，所以

用 iBT練習真的很夠。我準備考試的時間大約一

個半月，每天念兩個小時，考試的時候反而覺得

不難。個人認為準備考試最重要的就是模擬好策

略，了解自己的優劣勢以及有用的資源後確實執

行，祝福大家都可以得到理想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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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接觸到 ITP時，是在中區教學資源中

心舉辦的暑期英語密集班。大學畢業那年

暑假在靜宜大學擔任英語密集班 TA，主題為職

場英語，所以上課起來比較像是企業開會那樣一

邊小組討論一邊學習。第二年暑假，我繼續擔任

密集班的 TA，而那次主題就是托福 ITP。

第二年帶密集班明顯感到壓力，畢竟托福 ITP

的範圍廣泛許多，所以我在擔任 TA時，遇到最

大的挑戰，不外乎是自己能拿多少實力去激勵學

員們學習英語。密集班裡，TA必須全程和學員

們一起，輔助學員們在上課時的討論，並在學員

有任何問題時，幫助他們解決。學員會問大大小

小的問題，從生活到考試題目都會問，所以最害

怕的莫過於被學員問到自己不會的英文問題，

如果隔天要幫忙解題，我前一晚就會加班做好功

課，深怕自己被問倒！

除了有時扮演老師解題，同時也把自己當成學

生，平等地和大家一起學習；解題時會反問他們

聽說讀寫多活用 學好英文沒捷徑
中區密集班 TA 教你怎麼學英文

文：陳詩旻

的作法，也會盡量用英文和他們溝通，如此可以

達到教學相長的功效，也增加學生學習英語的動

力和自信。

其實，學好英文沒有捷徑，從把基礎扎好一直

到看得到進步需要土法煉鋼：多聽、多看、多寫、

多開口說。我的方式是時常聽英文新聞或廣播，

比如說 BBC、CNN和近幾年盛行的 TED，不

但可以順便吸收不同領域知識，也能透過講稿學

習英語說話技巧。只要能忍受住剛開始聽不懂的

挫敗，可以讓你進步非常快。

台灣的學生因為教育制度和考試方式影響，大

多都在聽力方面佔優勢，反而是閱讀練習稍嫌不

足，加上托福考試涉及領域廣泛，許多學生都無

法在閱讀方面拿下高分。其實在日常生活裡有許

多管道，像是市面上的英語學習雜誌和時事雜誌

都是加強英語的好方法，針對托福多元話題的題

目非常有幫助。而且閱讀時不要太依賴字典，練

習用推敲上下文的方法去「猜」字和文義，這樣

不但在之後整理單字時能加深印象，閱讀上理解

的速度也會慢慢進步。

至於口說的部分，台灣的學生比較害羞，不太

敢開口講話，連我自己在課堂上或是和西方人說

話也都會膽怯，可是一定要激勵自己勇敢開口，

才學到更多。學英文需要持之以恆、並且從生活

吸收、用在生活才可以不斷加深印象。主動學

習、勇敢學習、活用學習加上不斷練習，英文一

定會大大進步。

陳詩旻

台師 大 英研 所研 究

生 / 中區英語密集班

TA

托福 ITP：593 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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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開始，甚至更早，爸爸每天都會播放著

ABBA及Carpenters（木匠兄妹合唱團）

的英文老歌，直到現在，每一首歌我都還能朗朗

上口地哼上幾句。大概是基於當時的接觸，定下

了往後我對英文的喜愛。

我的主修是英文系，舉凡目前許多的英語能力

檢定考試來說，我認為考托福 ITP會是一個很棒

的選擇，除了學校畢業門檻納入外，也能作為交

換學生的英語能力證明，為了讓自己能夠取得交

換生的資格，因此我從大二上開始，準備了一連

串自我提升的訓練。

其實我認為學習任何一項事物，如果真的要

精，喜愛上它會是最好的方式。因為如此，你才

有可能以沒有壓力的心態去完成你所定下的目

標。看英文影集是我到目前為止發現最好的方

法，但切記，選擇可以有英文字幕模式的輔助是

必須的。當你在看影集的過程中，一方面你可以

加強聽力，一方面透過字幕的幫助，一些較快的

發音或是單字也可從中學會。

愛上英語 柯國隆美國交換體驗文化
台灣學生順利交換到紐約州歷史名校的影集學習法

文：柯國隆

除了影集之外，大量閱讀也是一個好方法。培

養看雜誌或是報紙的習慣可以明顯地提升你的文

法。要記得除非句子裡有連接詞，否則一個句子

只有一個動詞，所以讀文章時，分析句子的結構

對英文文法的進步是顯著的，而且當你閱讀完文

章後，你還可以學習到額外的知識，達到雙贏的

效果。

當大二下考取到托福 ITP 600分後，我申請

了美國紐約 Alfred University的交換學生計

畫，決定試試交換生的管道到美國開開眼界。毫

無疑問的，在那裡我經歷了一段撞牆期，無論自

己發音的語調或是對方口語化地說話方式，都是

一連串的難關。要度過難關，往往自己就是那

把鑰匙，當你 force yourself into the English 

environment，透過自己慢慢適應，你會發現自

己英文有飛快地進步，自己所定下的目標也達到

了某些程度，這是一個 achievement。

這學期英文有進步之外，我想還有自身的成

長吧！畢竟父母不能夠隨時支援你，所以出國在

外，我學習到獨立的重要，畢竟現在也 21歲了，

是該好好為自己未來規劃一番。最後，想送給大

家一個想法：成功，對我來說就是定下目標，每

天都要進步並且達成。祝福各位！

柯國隆

靜宜 寰 宇菁 英班 學

生 / 紐 約 州 Alfred 

University 交換學生

托福 ITP：600 分

國

Alfred University：

簡稱 AU，位於紐約州西部，是紐約州歷史

最悠久的小型私立學校。該校的藝術學院在全

美排名卓越，其中最負聲望的就是陶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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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新聞集錦
資料來源：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國科會千里馬 
托福 ITP +多益口說專案考

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千里馬計

畫）於今年 6月初到 7月底受理申請，此計畫

為針對博士生設計之研究鼓勵措施。申請人除繳

交研究計畫外，也須繳交外國語言能力證明。

語言能力證明部分除可採用托福 iBT成績外，

目前也採納申請人以傳統紙筆托福 ITP測驗成

績搭配多益口說測驗成績提出申請，整體而言不

但測驗時間較短，測驗費用也較為便宜。為協助

申請人盡速取得英文能力證明即時報名千里馬計

畫，台灣托福資源中心特別於 6月加開「托福

ITP加選多益口說專案考」提供緊急報考，並提

供 106個全額贊助名額，由低收入戶優先審核，

以減低清寒學子的考試負擔。

擁托福、多益雙證 
推甄大學有優勢

高中生申請大學，擁有托福 ITP與多益雙證

照可以顯現語言能力優勢。為配合應屆高中畢業

同學報名大學，台灣托福資源中心特推出「托福

多益雙證報名優惠」專案，只要持有多益成績

單，不但可憑優惠價報考托福 ITP測驗、贈送

托福官方衝刺寶典 TOEFL ITP Practice Tests 

Vol.1，若托福 ITP成績達 460分以上並可免費

申請托福 ITP證書。

華航徵才

最低只要托福 ITP 424分

中華航空招募季 6月開跑，招募對象從機務修

護人員到高階的航機規劃人員。以機務維修人員

為例，應徵者除了須具備相關系所學歷文憑外，

並至少要具備與托福 ITP成績 424分相等程度

的英語能力證明。為方便求職者提供英語能力

證明，台灣托福資源中心特別於 6月 9日與 10

日開立專案考試，提供考生報考托福 ITP測驗

（1,420元）或是多益測驗（1,800元），並在

考完後兩天可進行成績查詢。

此外，此專案雖然是為配合華航招募計畫所進

行的考試，考生卻不限於華航的求職者，由於考

後僅兩天便放榜，可在線上查分，也能在 7天左

右取得英語能力證明，也有不少社會新鮮人為了

參加其他招募活動前來報考。

對於英語能力，臺科大應外系陳淑嬌主任認

為，能進行簡短的英語對談並不能算是英語的學

術專業力，要能以英語組織思考、解決問題才算

及格，而透過托福 ITP測驗正好能夠培養這樣的

學術英語能力。

台中新民高中應用外語科羅暐曄同學也指出，

繁星面試時，他因為托福 ITP測驗和多益的高分

成績，獲面試教授青睞，成功地獲錄取臺科大不

分系學士班，成為雙證照摘星的最佳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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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考生大幅成長

中國考場供不應求

根據 ETS統計數據顯示，去年 2012年中

國 TOEFL iBT考生人數快速攀升，較前年增長

32％。為因應大量增加的考生人數，ETS去年

更在中國增設了 30個考場。

ETS的數據顯示，托福考生人數在中國的增

加情形雖然顯著，但其他國家的考生數量也有明

顯增長。綜合來看，TOEFL iBT的全球考生人

數已連續七年不斷增加，2012年即比 2011年

又增加 11%，且考生國籍多達 180種，可見中

國的考生人數增加情況並不是單一現象。

對此 ETS副總裁 David Hunt指出，托福考

試具有良好的國際聲譽，以及全新的官方指南和

考試流程，因此能不斷吸引中國及世界其他地區

的考生應試。加上 90％左右的托福考生在申請

學校時總能錄取到第一或第二志願學校，無疑也

成為考生報考托福測驗的最大動力。

曼聯足球學校採 TOEFL Junior
評量巴西籍學員英語能力

英國著名足球隊曼聯隊附屬之曼聯足球學校開

設為期兩週的暑期班，開放給全球年輕學子申請

參加，暑期班內容包含體育、藝術等項目，來自

非英語系國家的學員也可參加英語語言課程。

曼聯足球學校今年於巴西指派代表處裡當地

事務，並和巴西代理托福 Junior測驗的 UP 

Language Consultants合作，針對巴西籍的

學員所參與的曼聯暑期班英語課程進行前後測，

評量學員的英語能力。

曼聯足球學校的業務總理在近期造訪巴西時也

由 UP Language Consultant陪同，將該計畫

介紹給當地一些已經採用 TOEFL Junior作為

英語能力評量管理工具的中等學校。

ETS 對此計畫樂觀其成，也認為 TOEFL 

Junior受採用做為評量工具將成為吸引學員家

長的特色之一。

墨西哥弱勢生在畢業典禮上

同時獲得 TOEFL Junior成績

墨西哥 Quintana Roo州和 Yucatan州參加

「Access Microscholarship計劃」的畢業生

在畢業典禮當天收到了 TOEFL Junior的成績

單。

「Access Microscholarship計劃」為美國

國務院資助的英語學習計劃，提供給弱勢出身

但學業表現傑出的 14到 18歲學生參加。此課

程透過課後輔導和暑期課程等方式加強學員的

英語能力，去年共有 23名學員在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Yucatan（UADY） 參 加

TOEFL Junior考試，並在畢業典禮當天收到他

們的成績單。

在畢業典禮當天，同學們獲得了 ETS "Pens 

for Success" Program（註）致贈的文具組合，

並同時獲頒畢業證書及 TOEFL Junior成績單。

美國領事官員也出席了典禮。對許多同學來說，

參加 TOEFL Junior測驗對他們的教育及未來

影響重大，TOEFL Junior的成績可做為學員們

未來幾年加強英語能力的有力工具，並讓師長們

了解他們英語能力的進步指標和學習歷程。

註：ETS "Pens for Success" Program

世界上有許多地區的學童無法擁有最基本的

教育資源，甚至簡單的文具用品對他們來說

都是奢侈的要求，ETS "Pens for Success" 

Program緣起於此，希望能藉由捐贈文具組

合幫助這些學校和學童。



托福   重奏 
           讓世界認同你

托福測驗自1964年問世至今一直是評量考生學術英語能力的最佳工具，
為了因應不同的年齡層以及使用需求，目前總共有托福 iBT測驗、托福
ITP測驗以及托福 Junior測驗三種測驗，一起來了解他們的差別吧！

TOEFL iBT
申請世界頂尖大學必備 
適用年齡

測驗項目

測驗方式

測驗時間

測驗總分

測驗費用

16歲以上
聽、讀、說、寫

電腦

4.5小時
0 - 120
US$165（約NT$5,000）  

16歲以上
聽、讀、文法 /語意
紙筆

1小時55分
310 - 677 (三項目級數之和×10 ÷ 3) 

NT$1,120

11-15歲
聽、讀、文法 /語意
紙筆

1小時50分
600 - 900
NT$850    

適用年齡

測驗項目

測驗方式

測驗時間

測驗總分

測驗費用

適用年齡

測驗項目

測驗方式

測驗時間

測驗總分

測驗費用

TOEFL ITP
大專院校推甄加分選項，國際交換生必選 

TOEFL Junior
取代SLEP，中學英語能力新選擇，
美國高中申請入學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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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哪種托福？台灣托福資源中心最清楚─

台灣托福資源中心 www.to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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